第 38 卷 第 22 期
2017 年 11 月

包 装 工 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141

基于内向性的产品要素设计模型
吴春茂，陈磊，李沛
（东华大学，上海 200051）
摘要：目的 从东方传统文化中提取内向性特征，构建一个符合内向性的产品要素设计模型，并验证模
型可靠性。方法 以焦点小组法对东西方文化现象进行差异对比，用 Q-sort 法对典型东方传统设计进行
特征提取，提出产品要素设计假设模型。用设计实践及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检验模型可靠性。结论 提取
并验证了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内向性特征，基于此特征构建出一个可靠的产品要素设计模型，该模型从造
型、色彩、材料、工艺和寓意 5 个方面诠释了体现传统文化内向性特征的方法。
关键词：产品设计；设计模型；产品要素；内向性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7)22-0141-06

Product Elements Design Model Based on the Introversion
WU Chun-mao, CHEN Lei, LI Pei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tract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troversion from traditional oriental culture, to build a product elements design model, which can be with introversion, and verif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odel.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by focus group, using the Q-sort method to extract the features of typical oriental
traditional design, and building the product elements design model,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odel by design practice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s verified. It extracts and verifies the introversion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uilds a
reliable product elements design model based on the introversion. The model explains the method of reflecting introversion from 5 aspects, which are shape, color, material, technology and emotion.
KEY WORDS: Product design; design model; product elements; introversion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使中华民
族最基本的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传统文
化与现代设计之间的有效结合是未来设计发展方向
之一。现代设计中传承传统文化，有助于满足当地消
费者文化生活需求，增加文化认同感，传播文化价值
观。这里立足于提取东方传统文化设计特征，并通过
构建理论设计方法模型，为设计传承传统文化特征的
现代产品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及参考。

1

相关研究现状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传统文化与产品设计关系做

了大量研究。其中：缪珂、潘祖平探讨一些将中国传
统文化同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方法 [1]，包括传统元素抽
象运用、应用传统工艺与材质、意为中用形为西用等。
张路得、李志春提出在产品设计中运用文化符号、形
态语意、色彩语意、材质语意等要素来表达文化 [2]。
袁剑侠论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结合的基本原则
包括解构与重构等 [3] 。王伟伟等从用户研究角度出
发，提出了一种综合用户感知和层次分析法的传统文
化设计因子提取模型，并验证了其可用性 [4]。
以上文献均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基于传统文化的
产品设计方法，但是传统文化的特征非常广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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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难清晰界定。本文目的不是界定传统文化所有特
征，而是通过文献阅读及比较不同文化现象界定传统
文化其中一个特征，并通过典型产品分析提出基于该
特征的设计方法假设模型；选择专业产品设计师进行
设计实践，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分析设计师实验作
品，并验证设计方法的有效性。

2

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内向性特征

易中天指出:东方人“内向”，西方人“外向”,因此
东方人见面鞠躬作揖，西方人见面握手拥抱。内向，
所以伸手握自己的手；外向，所以伸手握别人的手。
一向内，一向外，这与东方文化象征物是“太极图”，
西方文化象征物是“十字架”有关 [5]。
王丰等提出：在东方文化中，尤其在华语文化圈
中最基本图形符号是“太极图”。而以英语为代表的西
方文化圈，最基本图形符号是“十字形”。太极图与十
字形的视觉差异体现了东西方社会哲学观念、宗教信
仰、文化现象的差异 [6]。
基于以上观点，作者以 4 位专业设计师为实验对
象，运用焦点小组法比较受“太极图”与“十字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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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方不同文化生活现象。然后将数据收集归类并
整理出 5 个类别：衣、食、住、行、乐。每个类别 5
组，共 25 组生活现象。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生活现
象比较见图 1。在着衣类别中，西方文化影响下追求
“性感、张扬”，而东方文化影响下追求“朴素、内敛”；
在娱乐类别中，起源于西方的拳击追求“攻击性、更
快更强”，而起源于东方的太极拳主张“防御性，以柔
克刚”等。相比较西方“十字形”文化影响下生活现象
呈现外向性、开放性特点，东方“太极图”文化影响下
的生活现象具有内向性、隐蔽性特征。
东西方“内向性”与“外向性”的差异不仅体现在
衣食住行乐等生活层面，也从更深层面左右着社会的
发展和价值取向。比如，许多心理学者研究东西方差
异时都会采用经典的 Big-five 人格模型研究东西方人
格差异，研究结果通常体现在外向性、开放性和宜人
性 3 个方面 [7]。正由于东方文化的“内向性”使得东方
人格相较西方人格在“外向性”和“开放性”指标上略
低，“宜人性”指标又略高。这进一步论证了内向性作
为东方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在产品设计领域，深入
分析东方文化中“内向性”特征，并对此进行设计方法

图 1 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生活现象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phenomena in the backgrounds of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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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的文献并不多。这里着眼于构建符合东方“内向
性”文化特征的产品设计要素模型。

3

基于内向性设计特征提取及设计模型生成

产品设计的内向性文化表达，可运用造型、色彩、
材料、工艺及所表达的寓意等产品设计要素体现，这
些设计要素是传达文化的媒介。以明式圈椅为例，明
式圈椅是传统家具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其设计
要素蕴藏深厚的传统文化特征。对其设计要素拆解分
析，可得出产品背后内在的设计特征，并可生成设计
假设模型。
圈椅设计要素分析见图 2，研究者将圈椅的设计
要素拆解成造型、色彩、材料、工艺和寓意 5 个部分，
并进行特征提取。为保障提取特征可靠性，提取过程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者对每个因素各提出
10 项特征，这些特征都可以用来对圈椅进行描述；
第二阶段，采用了 Q-sort 方法对每个因素中的特征进
行筛选。Q-sort 方法是隐性特征提取的有效手段，常
用于心理学、教育学、消费行为等领域研究 [8]。Q-sort
逻辑是测试排序的一致性，将排序靠前的特征提取作
为该因素主要表现，反之则被剔除。本阶段有八位设
计从业人员参与了 Q-sort 分析。其中男性 5 人，女性
3 人；平均年龄 35.6 岁（标准差 SD=10.2）；平均从
业年限 5.12 年（标准差 SD=3.72）；本科及以上 62.5 %，
硕士及以上 12.5 %。选择这八位设计者原因是他们都
有传统文化相关设计经验，比如文化生活产品、传统
家具等。他们对传统文化 “内向性”有一定理解，当
Q-sort 一致值高时说明设计从业人员对“内向性”特征

143

认知的一致程度较高，这样的结果也相对稳定并具有
代表性。将排序结果构建成三维矩阵。
 r111 , r121 , r131 ,  r1 jk 
 r , r , r , r 
211
221
231
2 jk 
R





 ri11 , ri 21 , ri 31 ,  rijk 
其中 i 从 1 到 10 代表每个特征的排序位置；j 从
1 到 8 代表八位参与者；k 从 1 到 5 代表五个不同的
因素；有了 R 矩阵后就可以计算对每一个特征词一致
性和排序位置。排序位置的计算方法是：
v

rijk

for i  1, 2, ,10, j  1, 2, ,8, k  1, 2,..,5
j
由于计算结果是排序结果，因此值越小则越具有
代表性。获得排序结果后需要进一步计算结果的一致
性。本文考虑到产品的因素特征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和
共线性，因此采用了测量位置方差的方法，因为方差
结果更容易发现内在相关性导致的误差。位置方差分
析方法如下：

  rijk  rk 


2

σ

2

ik  1
由此可以得到每一个特征的排序和排序一致度
的测量结果。由于采用了位置方差法，其优点是排序
靠前（较小）的特征其位置方差会相对较小，更容易
观察排序的差异。最后从每个因素中选取前 4 项特征
（排序最前），再以位置方差小于 1.5 为标准筛选出每
个因素的特征表现。最后 5 个因素分别得到了两个最
显著的特征描述：向内柔顺的造型、淡雅内敛的色彩、
自然耐用的材料、惜物精巧的工艺、和谐吉祥的寓意。

图 2 圈椅设计要素分析
Fig.2 Design elements analysis of arm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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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结合产品设计的一般流程进一步梳理出基于
内向性的产品要素设计模型见图 3：确定产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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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文化特征设计，要素整合，产品生成。

图 3 基于内向性的产品要素设计模型
Fig.3 Product elements design model based on introversion

4
4.1

设计实践及验证因子分析
设计任务

用内向性设计方法模型进行再设计，生成新的产品，
达到赋予产品内向性文化特征的目的，内向性的产品
设计应用分析见图 4。

选取 4 名产品设计师随机选择一款家居产品，利

图 4 内向性的产品设计应用分析
Fig.4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introversion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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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描述

设计师 A 设计了一款烟灰缸。造型上，外部采
用向内柔顺的线条，内部突起似山峦起伏，给单调形
态赋予山水意境。色彩上，选用淡雅的铜本色。工艺
上，使用失蜡铸造法给人一种自然生长的感觉。寓意
上，灵感取自毛泽东诗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给
作品取名为“指点江山-烟灰缸”。当使用产品弹烟灰
时，触碰产品内部小山，给用户指点江山的情感体验。
设计师 B 设计了一款双人座椅。此产品造型向内柔
顺，给使用者一种围合感、安全感。色彩上，使用了
淡雅的咖啡色。寓意上，设计灵感源于“侃大山”文化，
双人聊天符合“侃大山”的情境。山形靠背，符合了传
统文化中追求靠山、安全感的风水学原理。设计师 C
设计了一款果盘。在居家使用中，该产品平时可以作
为果盘来使用，三个凸起造型可支撑果盘。当没有水
果时，可以将果盘反置于桌面，形成一件优雅的山水
艺术摆件。设计师 D 设计了一款烛台。其灵感来源
于“葫芦”（在中文中葫芦寓意福禄）。烛台像一个葫
芦，向内柔顺的造型像个火焰，寓意美好生活。
4.3

验证因子分析

为准确测量这四款设计的特征，也为了对 Q-sort
结果进行验证分析，研究者采用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法对四款设计进行量化分析。验证性因子分
析是心理学、统计学等领域的惯用研究方法 [9]。其目
的在于从多项模糊叙述中梳理出有条理的因素结构，
然而在设计、政策研究等领域中各因素常常是被预设
的，因此这类研究适用于直接使用 CFA 确认模型结
果的可靠性 [10]。
CFA 阶段的研究数据来源于 42 份有效问卷，问
卷参与者的基本统计量见表 1。
表 1 问卷参与者的基本统计量
Tab.1 The basic statistics of the questionnaire participator
参与者

n=42

性别

男性=18 (42.86 %)；女性=24 (57.14 %)

年龄

平均值=41.35；标准差=8.59

学历

本科及以上 79 %；硕士及以上 12 %

类型

设计从业=32 (76.19 %)；用户=10 (23.81 %)

问卷问题项被设计成精炼的疑问句比如“我认为这
款产品的造型向内柔顺。”问卷要求参与者对产品设计
的 5 个方面特征描述进行打分，从 1 分最低代表“非常
不同意”到 5 分最高代表“非常同意”。 运用 SPSS 和
Amos 软件的分析结果来看，每个特征项的加载值均比
较高，其中最低的“自然耐用”也达到 0.69；每一个因素
的平均方差抽取量超过了 65 %，组合信度也超过了 0.8，
这样的测量模型结果比较理想。模型的拟合程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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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s 中测试完成，临界值参考了 Hu 和 Bentler 推荐的
标准，模型拟合度测量值见表 2[11]。
表 2 模型拟合度测量值
Tab.2 Measurement value of model fitting degree

卡方/自由度
CFI
GFI
RMSEA

CFA 结果

推荐临界值

1.4
.96
.97
.04

1-3
>.9
>.95
<.1

同时，为了保证特征提取结果稳定性和一致性，
研究者将“性别”、“年龄”和“类型”作为三个控制变量
进行 t 检验比对。比对目的是保证 CFA 模型结果不受
到控制变量处理水平影响而变化。从而可以推论 CFA
稳定性。其中年龄是连续性变量，研究取最大和最小
各 10 个值进行比对。检验方法是在 Amos 中将 CFA
结构根据控制变量分组，从而测试其两组加载值的差
异。检验结果三个控制变量的最大 t 值分别是-0.73，
1.21 和 2.12。结果都呈现出不显著性。由此可以推断
CFA 提取的特征结果比较稳定和可靠。
至此可得出结论：基于内向性的产品要素设计方
法模型是可靠的，五个要素中的五项特征描述可以体
现并测量内向性的产品设计风格。从这五项特征描述
来看，根据现有非常成熟的品格研究文献大部分特征
都可以归为内向性品格 [12]。因此五要素模型得到的结
果也能由一个“内向性”要素涵盖。同时，研究者采用
了哈曼单因素测试的方法对“内向性”加载进行了分
析。哈曼测试是在 SPSS 中将所有特征项强制加载在
一个因素上，从而测试该因素可以抽取的共同方差。
模 型 的 测 试 结 果 是 36.6% ， 因 此 可 认 为 这 些 特 征
36.6%的方差变异可以由“内向性”这一因素来解释，
这也意味着“内向性”可作为东方传统文化特征之一。

5

结语

这里的研究创新点包括：在理论层面，基于东方
文化的内向性特征，用 Q-sort 方法提取了产品中的造
型、色彩、材料、工艺和寓意 5 个要素特征，构建了
基于内向性的设计要素模型并运用 CFA 法加以验证；
在实践层面，得到的产品设计模型可以为内向性文化
产品设计提供参考。验证阶段所设计的 4 款产品均具
有典型的内向性文化特征。
其研究局限性体现在：研究过程中 Q-sort 和 CFA
参与者样本绝大部分在长三角地区，如果可收集更多
数据或覆盖更广阔地区则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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